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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的安徽名人馆内袁爱
国将领冯玉祥的事迹资料吸引
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观
看遥他们都为将军的英勇事迹和
传奇经历慨叹不已遥

冯玉祥袁安徽省巢县渊今巢
湖市冤夏阁镇竹柯村人袁是杰出
的爱国将领袁 著名的军事家尧政
治家尧中国共产党的挚友遥 他历
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
令尧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
令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
长等职遥 抗战胜利后赴美野考察
水利冶袁参与创建民革袁任民革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尧中央政治部
委员会主任遥

1911年袁冯玉祥等人领导陆
军第 20镇与第 6镇第 2混成旅
在滦州起义袁成立北方革命军政
府袁力主共和袁冯玉祥任参谋总

长袁并通电全国袁后因准备不
充分等原因而失败袁 但对推
翻清廷统治起了积极的作
用遥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
果实袁宣布称帝袁冯玉祥不顾
其威胁利诱袁 毅然加入讨袁
护国的行列遥 1917年袁冯玉祥
率部队攻入北京袁 参与平定
张勋复辟遥 他支持孙中山护
法运动袁公开通电全国袁主张
罢兵息争袁南北议和袁并反对
曹锟贿选和军阀混战遥 1924
年 9月袁 冯玉祥被曹锟任命
为第 3路军总司令袁发动野北
京政变冶袁 出任国民军总司

令袁 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袁主
持国家大计遥

北伐战争中袁冯玉祥慨然接
受李大钊的建议袁成立国民军联
军总司令部袁 并就任联军总司
令袁举行五原誓师袁有力配合北
伐遥此后袁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袁
他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袁改
革地方行政机构袁 扶助工农运
动遥 九一八事变后袁冯玉祥发表
通电袁指责国民政府野压制民众尧
诚心媚外冶袁 提出了抗日救亡的
13项主张遥 他支持 19路军英勇
抗敌袁强烈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
策遥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袁冯
玉祥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
盟军袁亲任总司令袁收复察东四
县袁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
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
的壮举遥

冯玉祥积极促进抗日爱国
力量的发展袁参与野福建事变冶袁
调停西安事变袁 主张以大局为
重袁释放蒋介石遥卢沟桥事变发
生后袁 冯玉祥抱着共赴国难的
愿望袁 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的身份袁奔走各地袁呼吁团结抗
战遥
抗战胜利后袁冯玉祥接近爱

国民主力量袁 靠拢中国共产党袁
抵达美国后袁发表叶告全国同胞
书曳袁痛斥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尧
迫害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宋庆龄尧
李济深尧 何香凝等人的罪行袁在
美发起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袁
并被公推为主席遥 1948年 1月 1
日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
港成立袁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部委员
会主任遥 他积极响应 野五一口
号冶袁 先后发表 叶告别留美侨胞
书曳和叶告别美国人士书曳袁准备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袁
1948年回国途中不幸因轮船失
事遇难袁终年 66岁遥

冯玉祥身经百战袁在中国近
代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袁作过
重大贡献遥 他出生贫苦袁对劳苦
大众情深义重袁对贪官污吏深恶
痛绝袁被世人称为野布衣将军冶遥
周恩来评价他院野自滦州起义袁中
经反对帝制袁讨伐张勋袁推翻贿
选袁首都革命袁五原誓师袁参加北
伐袁直至张垣抗战袁坚决御侮袁都
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遥 冶

鲍晓菁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袁人才都是第
一资源遥 重视人才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一条重要历史
经验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全国政
权仅仅用了 28年的时间袁 党自身也从
50多人发展到 8900多万人袁 创造如此
奇迹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
集聚了同时代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遥 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中国共产党在极
为艰苦的环境里袁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袁
善于发现人才尧培养人才和充分发挥各
种人才的作用袁吸引和聚集了大批的优
秀人才加入到革命队伍袁从而保证了我
们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并
在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遥 蔡和森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袁在领导中
国革命的实践中袁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
发袁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袁提出
了许多重要的野人才观冶遥

蔡和森野人才观冶的主要内容
蔡和森生长在一个风云激荡的革

命时代袁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和军阀统
治下的社会黑暗袁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
前后激发起的各种新思潮的影响袁使蔡
和森从青年时代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袁
并立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遥 这使他更多
地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来思考人才问
题遥 他认为袁野作为中国青年应以洗血国
耻为任袁 以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冶袁野要
知道国家和世界大事袁注意政治冶袁要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遥

1920年 7月袁 在蔡和森的主导下袁
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的蒙达尼召

开会议袁 将新民学会的方针正式确定为
野改造中国与世界冶遥同年 8月袁他在给毛
泽东的信中谈到袁野现收搜集各种小册子
约百种冶袁正在研究院野渊一冤世界革命运动
之大势袁渊二冤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
利器袁渊三冤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袁渊四冤
俄国革命后之详情冶遥并说院野我近对各种
主义综合审谛袁 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
世界对症之方袁中国也不能此外遥社会主
义必要之方法院 阶级战争要要要无产阶级
专政冶袁并认为这是野现世革命唯一制胜
的方法冶遥蔡和森正是以世界革命的眼光
来思考改造中国的问题的遥

蔡和森对于人才的道德修养有着独
特的见解袁 他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
会改造的需要出发袁提出要有野只计大体
之功利袁不急小己之利害冶之德遥他认为袁
野世之君子袁为种种的舆论律尧道德律所
束缚袁只能为伪善袁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
行冶遥所以袁君子应以大局为重袁不能过分
看重自身名节袁要愿与小人为伍袁改变小
人掌控局面的现状遥 同时袁蔡和森认为袁
野身体是在世界上做事立业的根本冶袁因
此袁人才不仅要有健全的人格袁还必须要
培养强健的体格袁 坚持进行体育锻炼不
仅可以锻炼体格而且可以磨练意志遥 他
在北京做教师之时袁野经常在课余时间教
学生踢足球或练武术等袁 设法开展各项
活动冶袁以此增强学生的体质袁强健学生
的体格袁磨练学生的意志遥

蔡和森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遥 他认
为人才是需要培养的袁凡为人才袁必定
要具有丰富的学识和专门的知识或技
能袁是野有适当之储养冶的人遥 蔡和森十

分喜欢去图书馆看书袁获得了许多方面
的知识袁野这对他后来的革命工作是很
有用的冶遥 但是蔡和森认识到袁在当时中
国的社会环境下袁要达到改造中国和世
界的目的袁人才所急需的不只是野有适
当之储养冶袁还要野有适当之练习冶遥 中国
的前辈名人袁野疏空罕成者冶袁野此非其才
之不足袁智之不逮也袁无充分之练习故
耳冶遥 他总结长期的革命实践的经验袁指
出中国革命不仅需要理论人才袁更需要
野在不停的争斗中去锻炼出大批干部人
才冶袁这样野才能真正使党部成为由本地
斗争锻炼出来的健全党部袁而不是过去
仅仅有高级机关委派之党部冶遥

1918年袁蔡和森在给陈绍休等人的
信中谈及组织留法预备班人数之时袁为
了培养大量人才袁他指出野对留法预备
班人数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冶袁可
以想办法能省则省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
到外面学习遥 蔡和森认为各级党组织可
以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培养大批干部
人才袁野训练班的主要目的在于耶使他们
知道做支部的经常工作及怎样组织部
分的日常斗争爷冶遥 这有利于推动组织工
作顺利进行袁也能缓解基层党组织干部
人才严重缺乏的现状遥

蔡和森野人才观冶的鲜明特点
提倡培养德智体兼备的人才遥 蔡和

森认为中国革命任务艰巨袁对人才在德尧
智尧体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遥他提倡人
才应具有大德袁 他所认同的大德来源于
墨子野兼爱冶尧野非攻冶思想袁强调真正的正
人君子能够为了众人的利益不计较个人

名利之得失遥 当时中国仍存在一大部分
这样的读书人袁 他们为了保全自身的名
节袁不屑接受小人的邀请与之为伍袁放弃
了能够改造社会的机遇袁 蔡和森认为这
些人的做法反而是最为愚蠢和自私的袁
不能称之为人才遥 蔡和森提倡的智就是
指人才要同时进行野适当之储养冶和野适
当之练习冶袁只有两者都具备的人袁才是
最好的遥当时世界上有个流行的说法袁中
国是野东亚病夫冶袁蔡和森自身也深受哮
喘疾病的困扰袁 这使他认识到要革命就
必须有个好身体袁 加强身心锻炼势在必
行遥 他制定了固定的作息时间和运动时
间袁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锻炼袁他认为这
样不仅锻炼了体格还有益于锻炼意志遥
张昆弟就曾在日记中评价院野大丈夫独患
无身耳袁体强心强袁何事不可为钥 冶

要利用集体的力量培养大批人才遥
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袁只
有极少数有识之士积极致力于改造中国袁
中国急需培养大量的人才投身到改造中
国和世界的事业之中遥蔡和森提出应该依
靠集体的力量来培养大批人才袁新民学会
就是这样一个集体袁 汇集了当时各类人
才袁并制定各项纪律规定遥 会员们经常聚
集在一起讨论问题袁改变当时中国社会日
益野晦盲否塞冶的现状袁从而培养出了大批
人才遥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袁蔡和森
认识到组成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性遥他指
出中国革命仅仅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
是不够的袁还要野抓住利用其他势力冶袁组
成联合战线袁野凡属一切不压制群众意见袁
不妨碍党的改造的分子袁都尽可能地安排
到工作岗位上来冶遥

在江西省泰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陈列
着一张照片袁 照片上是半面已经褪色的红旗袁
上面野奋斗冶二字清晰可见袁它的背后有一段悲
壮感人的故事遥

在第五次反野围剿冶中袁面对国民党几十万
部队对中央苏区的猛烈进攻袁中央红军接连受
挫袁损失惨重遥 1934年 10月袁苏区大部分地区
失守袁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袁
进行长征遥为了坚持公渊略冤万渊泰冤兴渊国冤三县
苏区的斗争袁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曾山率
领江西独立二团来到泰和县的回龙洲袁代表省
委宣布成立公万兴特委袁继续留守苏区掩护主
力部队转移袁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遥

特委成立后袁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遥 敌人
到处设立碉堡群尧封锁线袁频频出动部队搜索
红军和游击队遥 1935年 2月袁曾山部队与公万
兴特委书记胡海率领的游击队会合整编袁面对
敌人的层层包围袁曾山决定与胡海各率一部分
人分散突围遥 在与胡海分别时袁曾山从口袋里
拿出一面写着野艰苦奋斗冶四个大字的红旗袁这
面红旗原是苏维埃政府突围长征时给留守部
队的纪念品遥 曾山将红旗一分为二袁递给胡海
一半院野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袁一则用艰苦奋
斗的精神互相勉励袁 二则我们今后胜利会师
时袁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遥 冶胡海接过写
着野奋斗冶二字的半面红旗袁坚定地说院野革命一定会胜利袁共
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袁我们继续艰苦奋斗吧浴 冶

胡海率部突围到吉安市东固镇六渡村雪溪迳袁 他郑重
地将红旗尧文件尧印章等物品用油纸包好交给妻弟钟荣榜袁
并叮嘱院野这是我们的希望袁头可断袁血可流袁这些绝不能落
到敌人手里浴 冶后来袁由于叛徒出卖袁胡海在突围中被捕遥
1935年 6月袁胡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遥

曾山把写着野艰苦冶二字的半面红旗藏在身上袁带领部
队突围袁在崇山峻岭中袁艰难跋涉遥 一天黄昏袁曾山队伍突然
遇到敌人遥 激战中袁曾山的衣服被火烧着了袁他赶紧就地打
滚袁顺势跳进水塘遥 此时袁天色已暗袁战友们也被打散了遥 曾
山只好独自摸黑赶路袁后来他装扮成渔民袁连夜乘渔船渡过
赣江袁往北去寻找党组织遥 令曾山痛心的是袁那半面红旗在
激战中丢失了遥 1935年 8月袁曾山越过敌人重重封锁袁终于
到达上海找到了党组织遥

胡海的亲人们一直珍藏着写有野奋斗冶的半面红旗袁新
中国成立后袁他们将那半面红旗交给了当地政府遥 后来袁曾
山每次回到故乡袁总会在写有野奋斗冶二字的半面红旗前驻
足良久袁不愿离去噎噎 刘晓雪

蔡和森的“人才观”

爱国将领冯玉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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